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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从抽象的意义上研究了社会

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并提出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按照马克思的从抽象

到具体的科学的叙述方法,这一理论有必要从抽象形态走向具体形态。我们以

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为例,把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与平均利

润率的形成问题联系起来,并且把剩余价值进一步具体化为利息、企业主收入、
商业纯粹性流通费用、货币技术性流通费用、产业和商业地租、土地资本的折旧

和利息、保险基金和后备金、赋税、农业级差地租、农业垄断地租等范畴,从而使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从抽象形态上升为具体形态。这样,就把马克思社会总

资本再生产理论具体化,使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得以拓展与深化,从
而进一步丰富与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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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假定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研究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并提出

了著名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一理论仍然处于抽象

阶段。马克思指出,《资本论》第三册的内容不是对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

统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这一册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

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包括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各种形态。因此,从总体而

言,《资本论》第一、二卷的全部理论包括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在内都是一般

理论而远非具体理论,它们都有一个从抽象形态走向具体形态的问题。然而,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并没有就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具体理论展开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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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因此,遵循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从简单到复杂的叙

述逻辑,我们非常有必要把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一般理论推向具体化,
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二卷中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单个资本再

生产理论一样是建立在诸多假定的基础上的,唯一的区别是,社会总资本再生

产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而单个资本的再生产则并不考虑这些问

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分析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问题的假定有:
第一,假定整个社会只有两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和产业资本家阶级;第二,假定

产业资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第三,假定产业资本家占有全部的剩余

价值;第四,假定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不发生任何价值革命;第五,假定所有资

本的周转时间均没有差别,比如一年周转一次;第六,假定不变资本都是全部

加入资本的年产品。
  

 

在上述六个假定条件下,马克思以举例的方式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

中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过程和实现条件进行了纯粹的、抽象的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马克思指出,实现的过程会被两种情况掩盖,商业资本和货币

资本会在产业资本的流通过程中作为特殊类型的资本家的经营对象出现;剩
余价值———必然总是首先在产业资本家手中———分成不同的范畴。作为这些

范畴的承担者出现的,除产业资本家以外,还有土地所有者(地租的承担者)、
高利贷者(利息的承担者)等,同时还有政府及其官吏、食利者等。这些家伙在

产业资本家面前是作为买者出现的,而他们作为买者使产业资本家的商品转

化为货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中也指出,在第

二卷第三篇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那里,剩余价值还没有在它的收入形式上即

利润和地租形式上加以阐明,因而还不能在这些形式上研究。同时,商品的价

值还没有转化为生产价格。也就是说,在这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问题的研究

是在纯粹的、抽象的层面进行的,它必须与《资本论》第三卷的有关理论结合在

一起从而走向具体化。

二、利润率平均化条件下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

  正如上面所述,《资本论》第三卷的研究对象是资本运动的具体考察,具体

而言,是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具体考察。之所以说是“社会总资本运动”而不是

“单个资本运动”的具体考察,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以五个产业

部门为例分析了利润率的平均化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问题。马克思指出,
由于投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不同的有机构成,因而,由于等量资本按可变

部分在一定量总资本中占有不同的百分比而推动极不等量的劳动,等量资本

也就占有极不等量的剩余劳动。不同生产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的利润率,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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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不相同的。这些不同的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很明

显,马克思在这里是以“社会总资本”作为研究对象的。当然,这个社会总资本

暂时仅仅包括产业资本。因而,《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

论和《资本论》第三卷利润率平均化理论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总资本”,只不

过前者研究再生产问题,后者研究利润率平均化问题。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与“社会总资本的利

润率平均化问题”结合在一起去研究呢? 我们可以三个生产部门为例研究这

个问题:第一,假定整个社会有A、B、C三个生产部门,它们的资本额都是

100;第二,假定三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分别是90/10、80/20、40/60;第
三,假定A、B两个生产部门是生产资料部类,C部门是消费资料部类;第四,
假定剩余价值率都是1;第五,假定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不发生任何价值革

命;第六,假定所有资本的周转时间没有差别,一年周转一次;第七,假定不变

资本都是全部加入资本的年产品;第八,假定两大部类满足社会总资本扩大再

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平衡条件。那么,就有如下公式:
A.90c+10v+10m
B.80c+20v+20m
C.40c+60v+60m

(1)

其中,c、v、m分别代表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
  由此,A部门的利润率是10%,B部门的利润率是20%,C部门的利润率

是60%,平均利润率是30%。由于A、B两个部门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
而C部门的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因而A、B两个部门的资本就会抽逃到C
部门,假定从A部门抽逃走20单位资本、从B部门抽逃走10单位资本到C
部门,这样一来就会导致A、B两个部门产品的供给量小于需求量,从而价格

上升、利润率上升;而C部门产品的供给量大于需求量,价格下降,利润率下

降,从而各个部门都获得30%的平均利润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会

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地流

出和流入,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

成这样一种比例,使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也就转化

为生产价格。在科学的分析进程中,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是从产业资本和它们

之间的竞争出发的;一般利润率只是不断地作为一种趋势、作为一种使各种特

殊利润率平均化的运动而存在。在这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本

身就是这种平均化运动———就在于他们逐渐把资本从利润长期低于平均水平

的部门抽出,并逐渐把资本投入高于平均水平的部门;或是逐渐按不同的比例

把追加资本分配在这些部门当中。资本的不断趋势是,通过竞争来实现总资

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分配的这种平均化,并克服这种平均化的一切障碍(一
般利润率)。这个前提是建立在社会总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不断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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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比例的分配上,建立在资本的不断流入和流出上,建立在资本由一个生产

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可能性上。总之,建立在资本在这些不同生产

部门(对社会总资本各独立部分来说,就是同样多的可使用的投资场所)之间

的自由运动上;平均利润率是在互相竞争的资本家势均力敌的时候出现的;竞
争可以造成这种均势,但不能造成这种均势下的利润率,它导致某一商品价

格,在这一价格下,每个资本都按比例与它的量提供相同的利润。我们可以以

公式的方式来表示,按照我们的假定,有如下公式:
A.72c+8v+8m
B.72c+18v+18m
C.52c+78v+78m

(2)

  但是,A、B两个部门产品的供给量小于需求量,从而价格上升、利润率上

升;C部门产品的供给量大于需求量,从而价格下降、利润率下降。因此,有如

下公式:
A.72c+8v+24P
B.72c+18v+27P
C.52c+78v+39P

(3)

其中,P代表平均利润。
  总而言之,这一时刻,第一,A、B、C三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都是30%,从
而都获得平均利润;第二,社会总价值等于社会总生产价格,即∑(c+v+m)
=390=∑(c+v+P)=390;第三,A、B、C三个生产部门都形成均势或均衡,
即A、B、C三个生产部门的供给量都等于需求量,从而社会总供给等于社会总

需求,从而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依然满足;第四,社会总资本扩

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就从Ⅰ(v+Δv+m/x)=Ⅱ(c+Δc)(其中Δc、Δv、m/x
分别表示追加的不变资本、追加的可变资本、产业资本家的个人消费,Δc+Δv
+m/x=m)转化成为Ⅰ(v+Δv+P/x)=Ⅱ(c+Δc)(其中Δc

 

、Δv、P/x分别

表示追加的不变资本、追加的可变资本、产业资本家的个人消费,Δc+Δv+
P/x=P);第五,第二年的扩大再生产在公式(3)的基础上进行。因此,在上述

例子中,三个生产部门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就是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顺利

实现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合一的。
  反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中的扩大再生产的第一例公式,可
以发现,马克思在利用这一公式进行扩大再生产研究时并没有考虑利润率的

平均化问题。这一公式是:
Ⅰ4000c+1000v+1000m=6000
Ⅱ1500c+750v+750m=3000

  其一,这一公式的两大部类的利润率是不同的。第Ⅰ部类的利润率是

1/5,第Ⅱ部类的利润率是1/3,因而,第Ⅱ部类的利润率高于第Ⅰ部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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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Ⅰ部类的资本必然会抽逃到第Ⅱ部类,通过竞争而获得平均利润率。但

是,马克思并没有分析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全部理论作

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样的分析难免带有缺憾。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可能有

两个:第一,修改这个第一例公式,假定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

率都相同;第二,维持这个第一例公式不变,但是,正如上面分析的那样,把社

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和利润率平均化过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而扩大再生产的第二例公式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第二例公式是:

Ⅰ5000c+1000v+1000m=7000
Ⅱ1430c+285v+285m=2000

很显然,两大部类的利润率都是1/6,资本不会从一个部类转移到另一个部

类。
  然而,上述的平均利润率还不是完成形态的平均利润率,还应考虑到商

人资本的加入。第一,这里的商人资本是社会总资本中处在流通领域内执

行职能的货币资本。马克思指出,商品经营资本,只要它以商品资本的形式

存在,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来看,显然不过是产业资本中商品资本存

在和执行职能的部分,我们现在就资本的总再生产过程要考察的,也只是这

种货币资本。第二,商人资本不直接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但是它间接有助

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增加。马克思指出,商人资本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

剩余价值;既然它有助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它就能间接地有助于产业资本家

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增加和利润率的提高。第三,商人资本虽不直接生产

剩余价值或利润,但是它要与产业资本一样按照自己大小的比例从总利润

中分得一份。马克思指出,因为产业资本的流通阶段,与生产一样,形成再

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所以在流通过程中独立的执行职能的资本,也必须与

在各不同生产部门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一样,作为一个决定因素参加一般利

润率的形成,并获得年平均利润。第四,不仅如此,由商人预付的商业纯粹

性流通费用也会作为商人资本同产业资本一起参加平均利润率的平均化,
同时,这笔费用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价值,它是社会总剩余价值的一种

扣除或者说是必须牺牲的部分。马克思指出,预付在买卖上的资本,既不创

造产品,也不创造价值,它相应地缩小预付资本生产的执行职能的范围,这
就好像是把产品的一部分转化为一种机器,用来买卖产品的其余部分,这种

机器是流通费用,它是产品的一种扣除;预付在簿记上的资本是从生产过程

中抽出来的,属于总收益的扣除部分。
  但是,社会总剩余价值的扣除还未结束。第一,只与已经实现的价值相关

的纯粹货币技术性中介业务产生的流通费用必须首先从社会总剩余价值中扣

除。马克思指出,货币的收付、差额的平衡、往来账的登记、货币的保管,这些

纯粹技术性业务,会引起特殊的流通费用,它也是产品的一种扣除。但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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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业务不是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而是对商业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已经实

现的价值起中介作用,因而,这些业务不属于再生产的总过程。
  其二,土地所有权还要从社会总剩余价值中分割一部分作为租金,用于支

付地租、土地资本的折旧和利息。马克思指出,土地为了再生产或采掘的目的

而利用,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因而土地所有权必然要求得

到的贡赋,即地租;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产业地租或商业地租同

依附制度下的货币地租不同,它们只是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我们所指的平均

利润,它已经由于从总利润或总剩余价值中扣除地租而受到限制,地租的扣除

是前提;土地所有权和现实的生产过程无关,它的作用只限于把已经生产出来

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资本的口袋里转移到它自己的口袋里,它是对平均利

润的限制,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土地所有者阶级手中。同时,土地所

有者还必然要求投资在土地上的土地资本的折旧和利息。马克思在谈到商业

级差地租时还指出,如果那些使商人能加速资本周转的条件本身是可以买卖

的,例如店铺的位置,那么,他就要为此支出额外的租金,也就是说,把他的一

部分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其三,从社会总剩余价值中还必须扣除保险基金用于应付意外和风险。
马克思指出,在再生产正常状态下,只有一部分新追加的劳动用在生产消费资

料不变资本的补偿上,这部分不变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从物质方面来看,总
是处在各种会使它遭到损失的意外和风险中,因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必须充

当保险基金。
  其四,从社会总剩余价值中还必须扣除准备金以消除在生产过程的干扰。
马克思指出,如果商品资本不正常的停滞在它向货币形式转化的过程中;或者

在这种转化完成之后,货币资本必须转化成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超过了资

本循环开始的水平,就需要准备金来保证资本的循环过程照常进行。准备金

是处在积累的预备阶段中的资本的组成部分,是没有转化为能动资本的剩余

价值的组成部分。
  其五,资产阶级国家还要从社会总剩余价值中分割一部分作为赋税。马

克思在否定农业绝对地租是农产品生产价格一部分时指出,由于最坏的土地

也提供农业地租,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说,土地产品的价格必然是一种使农业

地租像在赋税那样的形式上被包含在内的生产价格,只不过这种赋税由土地

所有者征收,而不是由国家征收呢? 也就是说,最坏土地支付地租,是否像税

金加到课税商品的价格中去一样,加到这种土地的产品的生产价格(按照假

定,它调节一般的市场价格)中去,也即是否作为一个与农产品价值无关的因

素加到农产品的生产价格中去。答案是否定的。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
国家征收的赋税包含在课税商品的生产价格中。因此,国家也是对平均利润

的限制,并把社会总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官吏等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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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如果假定上述剩余价值或利润已经是商业资本介入后、已经发生了

价值增加的状态,那么社会总剩余价值、社会总平均利润,进一步讲,每一生产

部门的平均利润P就会进一步被分割为产业平均利润、商业平均利润、商业

纯粹性流通费用、货币技术性流通费用、产业和商业地租、土地资本的折旧和

利息、保险基金和后备金、赋税等,也即平均利润P=产业平均利润+商业平

均利润+纯粹性流通费用+产业和商业地租+土地资本的折旧和利息+保险

基金和后备金+赋税。
  因此,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就从Ⅰ(v+Δv+P/x)=Ⅱ(c+
Δc)转化成为Ⅰ(v+Δv+产业平均利润/x+商业平均利润+商业纯粹性流通

费用+货币技术性流通费用+产业和商业地租+土地资本的折旧和利息+保

险基金和后备金+赋税)=Ⅱ(c+Δc)(其中,Δc
 

、Δv、产业平均利润/x分别表

示追加的不变资本、追加的可变资本、产业资本家的个人消费,Δc+Δv+产业

平均利润/x=产业平均利润)。

三、平均利润进一步分割条件下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

  假定职能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是资本的非所有者,他依靠

生息资本从事经营,那么,平均利润就会进一步被分割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首先,这里的生息资本是社会总资本中的货币资本,它以平均利润率的完全形

成作为前提。马克思指出,不管怎样,必须把平均利润率看成利息的有最后决

定作用的最高界限。马克思还指出,在阐述的过程中,以后凡是说到一般利润

率或平均利润时,要注意我们总是就后一种意义而言,即只是平均利润率的完

成形态而言。其次,这种单纯的量分割会转变为质的分割。马克思指出,不论

能动资本家所使用的资本是不是借入的,也不论货币资本家的资本是不是由

他自己使用,情况都是一样的。每个资本的利润都被分割成两个不同质的、互
相独立的、互不依赖的部分,即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用自有的资本从事经营的

资本家,同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的资本家一样,把他的总利润分为利息和企

业主收入。第三,马克思认为,商业资本参加利润率平均化之后形成的完成形

态的平均利润率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来说是相同的,在只考察这个平均利

润的时候就不再需要区分产业平均利润和商业平均利润了。
  因此,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就从Ⅰ(v+Δv+产业平均利

润/x+商业平均利润+商业纯粹性流通费用+货币技术性流通费用+产业

和商业地租+土地资本的折旧和利息+保险基金和后备金+赋税)=Ⅱ(c+
Δc)(其中,Δc、Δv、产业平均利润/x分别表示追加的不变资本、追加的可变资

本、产业资本家的个人消费,Δc+Δv+产业平均利润/x=产业平均利润)转化

成为Ⅰ(v+Δv+利息+企业主收入+商业纯粹性流通费用+货币技术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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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费用+产业和商业地租+土地资本的折旧和利息+保险基金和后备金+赋

税)=Ⅱ(c+Δc)(其中,产业平均利润/x+商业平均利润=利息+企业主收

入)。

四、农业资本介入条件下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

  第一,上面分析的社会总资本实际上只包括工业资本和服务业资本,并不

包括农业资本,因而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问题的考察仍有局限。马克思指出,
我们要考察资本投入农业而产生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不作这种考

察,对资本的分析就是不完全的。因此,社会总资本还必须包括农业资本。第

二,这里的农业是指人们赖以生产和生活的主要植物性产品的生产部门,如小

麦等。因此,这里的农业即可以作为第一部类即生产资料部类,也可以作为第

二部类即消费资料部类。第三,当资本投在土地上,土地所有权就成为一种权

力和限制,出现在资本面前。马克思指出,土地所有权限制资本自由投入农

业,只有在完全排斥或部分排斥剩余价值一般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的条件下才

允许资本投入农业。那么很明显,在农业中,由于商品的价值超过其生产价格

就会产生超额利润,这个超额利润就会转化为绝对地租,而与平均利润(这里

的平均利润还是初始形态的而非完成形态的平均利润)相对立而独立起来。
也就是说,农业剩余价值不参与利润率的初步平均化过程,当然,这里的平均

利润率也是初始的平均利润率。第四,农业中存在的农业级差地租会从社会

新创造的价值,即v+m中扣除。马克思指出,农业级差地租是“虚假的社会

价值”,它是社会在土地产品上过多支付的东西。第五,由具有独特性质土地

农产品的垄断价格提供的农业垄断地租也必须从社会新创造的价值,即v+
m中扣除。马克思指出,垄断地租,只要它不是对工资的扣除,因而不形成任

何特殊的范畴,它就必然间接地总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它是同这种具有垄断

价格的商品进行交换的其他商品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因此,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就必须进

行新的调整。它必须从Ⅰ(v+Δv+利息+企业主收入+商业纯粹性流通费

用+货币技术性流通费用+产业和商业地租+土地资本的折旧和利息+保险

基金和后备金+赋税)=Ⅱ(c+Δc)(其中,产业平均利润/x
 

+商业平均利润

=利息+企业主收入)转化成为Ⅰ(v+Δv+利息+企业主收入+商业纯粹性

流通费用+货币技术性流通费用+产业和商业地租+土地资本的折旧和利息

+保险基金和后备金+赋税+农业级差地租+农业垄断地租)+Ⅰ农业(v+
Δv+农业平均利润/x+农业绝对地租

 

)=Ⅱ(c+Δc)+Ⅱ农业(c+Δc)(其
中,这里的农业既包括一般农业,也包括具有独特性质的特殊农业;这里的农

业平均利润为初始形态的平均利润而非完成形态的平均利润;这里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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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c、Δv、农业平均利润/x分别表示农业追加不变资本、农业追加可变资本、农
业资本家个人消费,Δc+Δv+农业平均利润/x=农业平均利润),也就是说,
在考虑农业生产部门的情况下,必须有Ⅰ农业(v+Δv+农业平均利润/x+农

业绝对地租
 

)=Ⅱ农业(c+Δc)这一条件,才能保证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顺利

进行。当然,在这里,初始形态的农业平均利润还可以比照初始形态的产业平

均利润而进一步分割为利息、企业主收入、商业纯粹性流通费用、货币技术性

流通费用、土地资本的折旧和利息、保险基金和后备金、赋税、农业垄断地租等

项目。
  至此,我们以扩大再生产为例并遵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论述了马克思社

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并使其从抽象形态转化为具体形态。这里既考虑了社

会总资本的不同形式,即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生息资本、农业资本,又考虑了

社会总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即利息、企业主收入、纯粹性流通费用、货币技术

性流通费用、产业和商业地租、土地资本的折旧和利息、保险基金和后备金、赋
税、农业绝对地租、农业级差地租、农业垄断地租等。最终,在既定的假设条件

下,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就从Ⅰ(v+Δv+m/x)=Ⅱ(c+Δc)这
一抽象、简单公式转化成为Ⅰ(v+Δv+利息+企业主收入+纯粹性流通费用

+货币技术性流通费用+产业和商业地租+土地资本的折旧和利息+保险基

金和后备金+赋税+农业级差地租+农业垄断地租)+Ⅰ农业(v+Δv+农业

平均利润/x+农业绝对地租
 

)=Ⅱ(c+Δc)+Ⅱ农业(c+Δc)这一具体、复杂

的公式。除此之外,整个社会还存在一些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价值和剩余

价值的独立行业,如广告业、簿记业、制币业、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股票交

易所、博彩业等,它们的成本和平均利润要么属于商业纯粹性流通费用或货币

技术性流通费用,要么是工资、利息、企业主收入、各类地租、保险基金和后备

金、赋税的一部分,上面的分析完全可以把它们包括在内而不必单独与两大部

类的生产部门相对立。
  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中对社会总资

本再生产理论也进行了具体分析。马克思以简单再生产为例指出,如果再生

产过程正常进行,并且其他条件不变,也就是撇开积累不说,那么第Ⅰ部类的

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总额,就必须等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
否则,不是第Ⅱ部类不能补偿它的不变资本,就是第Ⅰ部类不能把它的收入由

不能消费的形式转化为可以消费的形式。但是,这一分析还存在以下问题:第
一,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过程是否要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结合起来研究?
如果要结合研究,那么如何结合? 第二,剩余价值的分割仅限于平均利润和地

租吗? 第三,剩余价值是在先扣除地租等项目之后转化为平均利润还是先转

化为平均利润然后再扣除地租等项目? 第四,社会总资本是否包括农业资本?
如果包括农业资本,那么它会对利润率平均化过程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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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是必须进一步阐明的。我们遵循马克思的叙述

逻辑并依据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在上面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回答。由上面

的分析可以看出,《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和《资本

论》第三卷的全部理论实际上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们一起为马克思所计划的

《资本论》续篇即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理论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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